2015 HWAI 全國校園盃咖啡拉花競賽簡章
壹、 活動宗旨：
2015 年舉行第一屆 HWAI 全國咖啡拉花競賽，提供全國餐飲、觀光相關科
系學生表演與技術的交流平台，透過此競賽期許學生相互觀摩學習與專業技
能之養成，進一步推廣台灣精品咖啡之文化，並促進觀光餐飲發展與產官學
合作之交流。
貳、 活動目的：
1. 促進全國餐飲、觀光相關科系學生表演與技術的交流。
2. 提升學生咖啡飲品之製作技巧與專業知識。
3. 藉由競賽提升學生之學習興趣及自我成就與專業技能、知識之養成。
4. 促進觀光餐飲發展與產官學合作之交流。
參、 活動相關單位：
主辦單位：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餐旅管理系
協辦單位：台南餐旅教育協會、尚品咖啡食品有限公司
肆、 指定咖啡：拉花拿鐵
伍、 競賽辦法與內容：
一、 期程：中華民國 104 年 12 月 09 日（星期三 ）09：00 至 18：00 ，請
依照競賽組別，於競賽開始前 30 分鐘報到，並請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等證
明文件。
1. 高中職組競賽時間：12 月 09 日（星期三 ）， 13：00 至 18：00
2. 大專校院組競賽時間:12 月 09 日（星期三 ）， 09：00 至 12：00
二、 競賽地點：中華醫事科技大學，K 棟民生科技大樓 8 樓飲料製備教室
三、 參賽對象：全國高中職及大專校院在校學生
1. 名額:大專校院組 20 人，高中職組 30 人，每校限 2 人（若各校報名
人數超過 2 人時，則按報名時間先後列為備取; 若每組報名人數不
足，大會有權利調整各組人數）。
2. 報名時，請於報名表附上兩張由本人以傾注成型(Free Pour)方式，
製作的不同圖案之拉花拿鐵照片。
四、 獎勵方式：大專校院組與高中職組各獎項如下【若每組報名人數不足，
大會有權利決定獎項數量】:
大專校院組：
第一名 1 名：獎金 5,000 元、獎盃 1 座、獎狀 1 只。
第二名 1 名：獎金 3,000 元、獎盃 1 座、獎狀 1 只。
第三名 1 名：獎金 2,000 元、獎盃 1 座、獎狀 1 只。
優勝與佳作若干名：獎狀 1 只。
高中職組：
第一名 1 名：獎金 5,000 元、獎盃 1 座、獎狀 1 只。
第二名 1 名：獎金 3,000 元、獎盃 1 座、獎狀 1 只。
第三名 1 名：獎金 2,000 元、獎盃 1 座、獎狀 1 只。

第四名 1 名：獎牌 1 面、獎狀 1 只。
第五名 1 名：獎牌 1 面、獎狀 1 只。
第六名 1 名：獎牌 1 面、獎狀 1 只。
優勝與佳作若干名：獎狀 1 只。
五、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1 月 25 日（星期 四）中午 12：00 止
六、 報名方式：填寫報名表（附件一），一律採 E-mail 報名，報名表寄出後
請以簡訊或電話再次確認。
七、 E-mail 聯絡人信箱：王樺勍老師 1106yahsuan@gmail.com
聯絡人電話：(O)：(06)267-4567#759 、(MP)：0929-008-880
八、 競賽注意事項：
1. 依主辦單位抽籤排定競賽資格順序（賽前 1 週於網站公佈）。
2. 競賽當日依競賽組別，於競賽開始前 30 分鐘完成報到，逾時報到即
刻取消競賽資格。
3. 每組競賽時間 6 分鐘，一場次有 1 組選手 1 台機器進行競賽。
4. 限以大會提供之材料，以傾注成型(Free Pour)方式，製作拉花拿鐵
二杯。參賽選手若於拉花拿鐵製作過程使用雕花(傾注成型以外的技
巧)，則所有評分項目皆以零分計算。
5. 競賽時需使用的所有杯器具請自備。
6. 選手報到時，請攜帶學生證或身分證以便核對身分。
7. 現場提供之咖啡機與磨豆機為尚品咖啡食品公司贊助使用 (機種型號
請參閱附件一)，請勿自行調整刻度)
8. 每位選手競賽時間共 6 分鐘，逾時則算失格，成績以零分計算。
9. 評分標準：
a. 兩杯相同大小杯子(5oz~12oz)，6 分鐘內完成兩杯相同圖案的拉
花拿鐵。
b. 評分項目：圖形位置(15%)、顏色對比(15%)、美感與創意
(20%)、困難度(20%)、專業態度(30%)
10. 材料：競賽指定咖啡豆(尚品咖啡食品有限公司贊助)，競賽使用光泉
鮮乳。
11. 本競賽規章請見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院餐旅管理系網址：
12. 選手如欲購買競賽指定咖啡豆，「北義米蘭基礎配方咖啡豆」，請
至尚品咖啡食品有限公司購買，總公司地址：台南市南區南門路
341 號，電話：06-2153100，網址 http://www.sanpin.com.tw。
陸、 本競賽辦法及相關規範如有未盡事宜，得由主辦單位隨時修正並公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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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2015 HWAI 全國校園盃咖啡拉花大賽使用機器

Sanremo ZOE SED Espresso 咖啡機

Sanremo SR50 磨豆機

附件(二)：2015 HWAI 全國校園盃咖啡拉花大賽報名表
學校
姓名
科系
性別

□男

電話

女女

通訊地址
指導老師姓名

□

組

□大專校院組

別

□高中職組

生日

年

月

日

E-mail

日
指導老師電話

指導老師 E-mail

學生證正、
反面

拉花照片
兩張
※選手與指導老師姓名請填寫正確，以利大會製作學生之參賽證明與
指導老師之指導證明。

日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交通地圖

學校地址：台南市仁德區文華一街 89 號
自行開車：
 由仁德交流道：下仁德交流道，走中山路往臺南市東區方向，中山路
與文華路口左轉後，於文華路與文華一街左轉，即可抵達。
 由臺南市區： 由臺南市東區崇善路經仁德區民安路，民安路與文華
路口左轉後，於文華路與文華一街左轉，即可抵達。
高鐵：於高鐵台南站下車，轉搭計程車抵達華醫。若搭乘高鐵所提供之接
駁車請搭乘[高鐵台南站-奇美醫院]路線，於仁德交流道下車，轉搭
計程車或步行(約 2.3 公里)抵達華醫。
台鐵：台南車站：於台南車站下車，轉搭公車抵達華醫。
保安車站：於保安車站下車，轉搭計程車抵達華醫。
網站：
http://www.hwai.edu.tw/cc/portal/portalhome.asp?menu=1&page=1042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地圖 - 競賽場地

競賽地點：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K 棟民生科技大樓 8 樓飲料製備教室

